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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秦奶奶在“老年人健走群”里
看到一条卖健康运动手表的信息，
被较低的价格打动了，添加对方好
友后购买手表。在等待对方发货
时，对方要求缴纳运险费 100 元。
秦奶奶转账后，见对方迟迟不发
货，要求退款。在退款过程中，对
方以缴纳各种费用为由，让秦奶奶
继续转账，否则不退款。秦奶奶无
奈之下，又分多次给对方转账共计
300 余元。多次转账后，秦奶奶感
觉被骗，随即报警。

小陈通过异性交友 APP 认识
“小骗”，经过多日聊天，两人确立
网恋关系，“小骗”声称自己在做
投资，想带他一起赚钱。经过对方

几轮诱惑后，小陈通过对方发送的
链接登录理财投资平台，盈利几次
后发现有利可图，小陈便不断往平
台充值，且金额越来越大，最终充值
近 23 万元。小陈准备回收资金时，
却无法提现时，才发现自己被骗。

这是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在组织
开展反欺诈宣传活动中列举的两个
防范欺诈案例。6月29日是全国反欺
诈宣传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组织
会员单位在 6 月 29 日至 7 月 16 日开
展“守护老幼，远离欺诈”反欺诈宣
传活动，增强大众反欺诈安全意识。

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老年人
和青少年正成为犯罪分子实施欺诈
的重要对象。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提

醒，网购时要选择正规的购物平
台，警惕异常低价的商品。通过社
交应用或非官方渠道交易时，一定
要详细了解商家真实信息，确定商
品的真实性，交易时最好有第三方
做担保。如果有素未谋面的网友、
网恋对象推荐网上投资理财、炒数
字货币 （虚拟币）、网购彩票、博
彩赚钱，也要谨防上当受骗。

反欺诈专家表示，对于老年人
来说，不要轻信所谓的高额回报，
不理睬“低门槛高收益”“业内专
家指导”等网络投资理财话术，谨
慎进入新型金融市场、投资市场。
不参加以销售保健品为目的的健康
讲座；不参加以免费、抽奖为名义

的体检活动；不轻信“医疗专家”
“养生大师”言论，体检要到正规
医 院 。 不 轻 信 “ 被 绑 架 ”“ 出 车
祸”等话术，情急之下勿忘核实情
况，不轻易与陌生人发生资金往
来，更不要贸然按照对方指示操
作。审慎对待重大资产处置，在动
用大额资金前应多与家人朋友商
量，听取专业意见，切勿草率。

对于青少年来说，要注意保护
个人信息，不出租、不出借、不出
售身份证件、支付账户、银行卡、
收款二维码或付款二维码。不随意
点击不明链接，不轻易向陌生人转
账汇款。选择正规可靠的金融平台
办理业务。不轻信以“官方客服”
名义通知的退款、注销账号、转账
的消息，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核
实情况真伪。

守护老幼 远离欺诈

近日，工行宁波市分行在全辖
范围内组织开展服务惠民、服务便
民、服务爱民、服务利民、服务益
民、服务安民、服务助民、服务亲
民、服务乐民、服务富民等“我为
群众办实事服务提升十大行动”，
为民服务办实事、解难题，进一步
改善群众金融服务体验。

该行服务惠民行动通过积极落
实银保监会“减费让利”政策要
求，推出免费让利政策和惠民措施。
服务便民行动以服务质效提升为重
点，增强人民群众金融服务的易得

性和便利性。服务爱民行动通过推
广“工银爱相伴”老年客群综合服务
品牌，大力开展“甬助老，百千万”行
动，立足服务、权益、产品、活动四个
方面，从建立常态机制、提升传统服
务、推进适老改造、加强防诈骗宣
教、开展志愿服务等方面入手，进一
步提升老年人运用金融智能技术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服务利民
行动通过加强网点+政务的合作场
景建设，逐步丰富网点政务服务功
能。服务益民行动通过进一步发挥

“工行驿站”公益服务作用，彰显企

业公民责任，展示工行作为、贡献工
行力量。服务安民行动将充分发挥
科技优势，精心打造拳头产品和平
台，守护人民群众账户、资金、信息
安全，使群众使用工行金融服务产
品安心、放心、称心。服务助民行动
通过进一步强化客户视角，围绕客
户需求，多一些感同身受的思考、多
一种善解人意的情怀、多一份雪中
送炭的帮助。服务亲民行动通过倾
听群众心声，发挥示范作用，争做群
众身边的贴心人。服务乐民行动通
过关爱员工，为基层员工办实事解

难题，优化员工体验，提升幸福感，
提高基层经营效能。服务富民行动
通 过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服 务 百 姓 大
众，以服务创造价值，造福民生。

工行宁波市分行还将通过深入
基层、走访客户等方式开展调研，
梳理群众关心、关切的金融服务事
项，结合业务发展实际和当地百姓
金融服务需求，抓好细化落实，实
事办实；通过有序推进的系列活
动、实实在在的改进举措，持续回
应群众关切，促进服务质态更好更
快提高。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十大行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当前，在疫情防控期间受到较
大冲击的广大小微企业依然较为脆
弱，有效支撑小微企业发展无疑是
稳定就业、促进内需、巩固经济基
础的重要抓手。

为此，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按照
“六稳”“六保”工作要求，持续强
化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综
合运用“快易贷”“快押贷”等线
上融资产品，以及“兴业普惠贷”

“兴惠贷”“e 票贷”等知识产权质

押专属产品，将金融“活水”源源
不断引向小微企业。

宁波某企业主王先生最近谈妥
一笔大额合作订单，苦于流动资金
不足，急需银行信贷支持。了解到
企业资金需求后，兴业银行宁波分
行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
为王先生量身定制了贷款服务方
案，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
程，迅速给客户发放可自助循环的
个人经营性贷款。该贷款具有以下

优势：一是手续便捷，除首次申请
授信外，借款人在授信额度内再次
申请贷款无需额外提供证明材料，
当日申请当日即可放款，快捷方
便；二是随借随还，申请人可随时
通过网络和手机自助端办理还款与
续贷业务，不受节假日影响，方式
灵活；三是授信额度大，根据借款
人的资金需求和还款能力给予其授
信额度，一般在五十万元到两百万
元之间，远高于一般个人贷款的额

度；四是资金成本低，借款人获得
授信额度时并不计息，在获取贷款
后开始计息，最大限度地为借款人
节省资金使用成本。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推出多项扶
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便民惠民
举措，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可根
据自身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解决
融资需求。同时，根据宁波银保监
局要求，贷款资金必须严格按照借
款合同的用途进行使用，不得违规
流入股市或者房市。一经查实，银
行有权提前收回贷款，确保信贷资
金合规使用。

（周佳瑜 袁晶晶）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倾力服务小微企业

近年来，移动支付已逐渐渗
透到生产生活的多个场景，但
是，现金支付习惯和偏好仍然广
泛存在，为维护人民币法定地
位，农行宁波市分行近期积极开
展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专项行
动，同时围绕人民币供应、流通
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现金服务
水平。

据悉，农行宁波市分行主动
承担了全市 184 个管理网格，认
真落实管理责任，探索搭建管理
流程化、内容可视化、操作智能
化的现金管理服务平台，形成

“营业网点广参与、一张网络全
覆盖”的现金管理体系。对重点
场景线索和相关现场进行摸排和
核实，实地调查和走访商户 800
余家，初步摸清了网格区域内拒
收现金情况。同时，该行深入开
展系列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宣传
活动，以营业网点为宣传主阵
地，通过在 LED 电子显示屏循
环播放宣传标语、摆放宣传折页
和手册等方式，引导市民正确看

待现金的地位和作用，倡导市民
共同监督拒收人民币现金等违法
行为。以社区和基本户为依托，
利用图文、短视频、知识问答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逐门逐户
开展“定制式”宣传，以实际行
动维护人民币流通秩序。截至 6
月末，发送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
宣传短信 3 万余条，引导商户签
订 《不拒收人民币现金承诺书》
3000 余份。

该行探索建立点对点、手牵
手服务模式，积极提供小面额及
残损人民币现金兑换服务，开展
硬币回笼等活动，从源头上减少
或消除商户拒收现金情况，上半
年辖内 6 台硬币自助兑换机共兑
换 回 笼 硬 币 约 119 万 枚 ； 通 过

“硬币大篷车”活动回笼硬币约
9 万 枚 。 切 实 做 好 现 金 供 应 保
障、小面额现金服务等工作，主
动响应周边客户的现金服务需
求，全行共投放小面额现金约
1.27 亿元，回笼残损币约 2.64 亿
元。 （舒馨莹 葛云辉）

农行宁波市分行扎实开展
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行动

7 月 8 日正值全国保险公众
宣传日，由中国保险史、宁波帮
研究学者王珏麟主讲的纪念保联
创建 83 周年的讲座在中国保险
博物馆举行，宁波平安人寿保险
公司的党员干部们到场聆听。

讲座中，王珏麟主要围绕保
联的创建历史、保联创建历程以
及保联与宁波的渊源等方面展开
介绍。据介绍，保联于 1938 年 7
月成立，迄今已经走过 83 个年
头。保联曾吸纳了保险界的优秀
青年，加入抗战一线。谢寿天、
杨经才、郭雨东等人作为中国民
族保险业的拓荒者，他们积极策
划成立了上海保险界战时服务
团，为我国的抗战事业输送了许
多新鲜血液。

在讲座中大家了解到，保联
与宁波渊源颇深。保联在 1919
年至今，中间有 60 多年时间均
由宁波商帮领导。宁波平安人寿
保险从业人员表示，在感到骄傲
自豪的同时也肩负着一种历史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

讲座中，王珏麟还给大家欣
赏了十个短片，分别从不同角度
展示了保联是如何在滚滚历史长
河中不断奋进、不断传承，大家
观后深受触动。

本次活动是“百年革命 金
融里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展将持续至 8 月底，期间还将
举办 4—6 场主题活动。

（王颖 汪萌）

奋进的保联
——83年风雨征程路

易其洋

一个多月来，云南 15 头亚洲
象一路向北，成了一种“现象级”
传播，席卷全球。一向对中国的事
情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欧美、日韩等
媒体，也纷纷追踪报道，对中国政
府调动人力物力保护象群和中国多
年来的生态政策，不吝赞美之词。

这次偶然事件“破圈”，留给
我们不少启示。

主角吸引人。在广告界有个
“3B” 原 理 ： 借 助 于 Beast （动
物）、Baby （孩童）、Beauty （美
女），广告东西，更容易被受众接
受。一个大象家族，突然离开家
园，一路向北，像极了一家人外出
旅游，很容易让人产生情感共鸣。
特别是象群“躺平”睡觉的画面，
被 赞 超 级 “ 萌 萌 哒 ”， 被 打 上
sleeping elephants(睡觉大象） 的
标签后，霎时引爆网络。

不是说，新闻传播的主角一定
得是“3B”，但主角是否有故事、
有新闻点，能否惹人注意，是新闻
传播能否吸引人的开端和基础。主
角的身份、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所有的经历，如果司空见惯、平淡
无奇，是很难引人注意的。如果主
角没故事，为了宣传而硬做文章，
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不仅无益，还
会失信于人。

互动性极强。一开始，大家看
15 头亚洲象的旅游故事，后来，
便开始追问：它们为啥会北上？要
到哪里去？会不会走着走着停下
来？会异地定居，还是玩一圈就回
家？如果回家，会不会迷路？为啥
不把大象麻醉了，抓起来送回家？
此类问题，极具开放性和不确定
性，让每一个关心此事的人，都有
了发言机会，网络上的讨论、跟评
煞是热闹。而大象的行动，则在不
断验证“发言”的对错，吸引人们
持续关注。

新闻传播格局大变，那种以我
为主、我说你听、我说啥你听啥的
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说受众
关心和感兴趣的人和事，吸引受众
参与讨论，主动转发或设置议题，
是提高新闻传播量和影响力的重要
手段。

传播原生态。一路“象”北，
主流媒体持续跟进，自媒体、直播
客不遗余力，沿途民众“现场直
播”。“草根”传播、大众传播，虽
然有些粗糙、零散，但原生态、现
场感，大大增强了传播的趣味性、
多样性和真实性。

现在，受众对于一本正经、字
正腔圆、中规中矩的新闻报道模
式，越来越不喜欢。反倒是，那些
个性鲜明、“土”味十足、不遮盖
掩饰、坦荡真诚的报道方式，更受

欢迎和追捧。信息爆炸而注意力稀
缺背景下，不符合受众接受习惯的
报道，没有吸引力，也不可能有话
语权。

细节忒真实。一路上，像大象
蹭痒痒时蹭倒村民房舍，用鼻子拧
开村民家水龙头喝水，两头大象为
争一袋玉米“干仗”，一头小象误
食 100公斤酒糟后迷醉等细节，通
过一个个镜头，呈现在世人面前，
让人对大象的生活和性情有了全新
了解，也让中国政府实打实保护野
生动物的行动真实可信。

有细节，就真实、就具体，真
实具体了，才可信，才能影响人。
不然，只是说些大话、空话、套
话，说得再起劲，也是难以触动人
的。把道理、主题包裹在细节里、
故事里，不是耳提面命、强行灌
输，而是让受众自己得出结论，自
愿接受观点，不是做不到，关键是
要改变报道习惯和理念。

让事实说话。15 头大象出行，
一路上要吃要喝，要拉要睡，不懂交
通规则，也不懂尊重产权；进入村
庄，不是秋毫无犯，而是白吃白喝，
还搞破坏。这影响村民外出、劳作不
说，还造成了不少财产损失。大象经
过，沿途各地精心准备、严阵以待，
付出了不少成本。我看一些新闻报
道，没有出现当地政府、领导如何重
视之类的话，但一个个事实，又不能

不让人相信各地是极端重视、对象
群十分友好的。

不是结论先行、自吹自擂，而
是做了啥就说啥，有几分说几分，
让受众看见事实、相信事实。这样
的传播，才是得传播之精妙、最不
像宣传的好宣传。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所讲的故事，首先要细节丰
满、生动有趣、真实可信，让人愿
意知道、愿意理解，进而亲近和喜
欢。人家不相信、不喜欢、不理
解，可以怒气冲冲地怼人家，也要
反思自己的传播理念和方式是不是
有问题。有些事，别有用心者确实
在故意抹黑我们，但有些事情，不
是我们做得不好，也不是没人愿意
相信，而是我们说得不好。

传播是有规律的，规律是要尊
重的。这些年，在保护野生动物
上，中国政府理念的进步、政策的
完善、全民的努力，是不容忽视和
否定的。这次的一路“象”北，不
经意间担负起了“讲好中国故事”
的任务，效果让人惊喜，也给我们
上了很好的一课。

大象北迁意外“破圈”的启示

刘效仁

为了增强职场竞争力，不少
年轻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考证中，什么证书“含金量”高
就考什么，因此出现缺少规划、
盲目考证的问题。近日，中青报
社调中心通过问卷网，对 1515 名
职 场 人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96.3%的受访者考过证，45.8%的
受访者觉得是因为缺乏明确的目
标，为考证而考证 （7 月 8 日 《中
国青年报》）。

考证，似乎已成了学生时代的
寻常风景。老实说，我对此持赞赏

态度。一方面，市场经济日益成
熟，各行各业有了职业标准。持证
上岗，也成了职场的基本规范。另
一方面，青年正是学习知识和提升
能力的最好时期。特别是在校生，
只要肯，就有大把的时间提升个人
的专业技术能力。当下的证考越来
越规范，类似于律师执业资格之类
国考，非刻苦研读者不能取得合格
成绩。

况且，当下就业市场竞争激
烈，即使已择业者，多考一本证，
亦可缓解任职压力。与新业态如雨
后春笋相对应的正是，有的行当

“各领风骚没几天”。所以，“考证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职业发展空
间，给职业生涯提供多样选择”。
根据上述调查，66.9%受访者有 1
本至3本证书，29.4%受访者有4本
以上证书，无疑令人欣慰。一个励
志好学的青年群体，在我看来委实
是时代的福气。

可究竟考什么证，还是需要
认真斟酌、科学规划的。每个人
应当有一个职业发展规划，考证
理应围绕职业理想展开，有利于
实现比较具体的职业目标。与职
业关切度越高的证考，越是能成
为职业发展的垫脚石，有助于事
业蒸蒸日上。

问题是，不少青年人缺乏职业
规划，职业规划教育在一些高校始
终是软肋，结果导致一些学子浑浑
噩噩，难免在考证热中盲目跟风，
见别人考什么自己就考什么，见什
么市场热门就“抢跑”，或听信贩
卖焦虑的一些宣传，“跟着感觉
走”。比如，本来就没有出国的计
划，又不在外企或做外贸，却去考
什么雅思之类，耗费了精力和财
力。最终，又因为用不上，也缺乏
交流环境，过不了多久，就把所学
丢到了爪洼国。

所以，笔者以为，应该避免盲
目考证，节约更多时间和经济成
本，把考证的热忱用于终身学习，
以提升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样
才能在职场竞争中走得更远也更稳
健。

让智性考证成为职业发展的垫脚石

陈广江

7月8日，“杜海涛合肥火锅店
被责令停业”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榜。据报道，合肥监管部门近日陆
续接到 4起投诉，消费者均反映在

“辣斗辣”火锅店 （湖南卫视主持
人杜海涛创立的火锅品牌加盟店）
就餐时，发现汤菜中有苍蝇，向商
家反映时店员态度较差，对诉求不
予理会。7 月 7 日，执法人员现场
检查，发现该店存在后厨苍蝇飞
舞、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等问
题，责令其停业整改。

对“辣斗辣”的翻车，公众并
不意外。早在两年前，杜海涛在长
沙的“海吃海喝”自助餐厅就发生
过类似事件。当时 7名顾客用餐后
出现腹泻，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
在协商时，店方一再变卦，甚至质
疑顾客“敲诈勒索”，引发广泛关
注。事后，店方发表声明，确认顾
客腹泻并非“碰瓷”事件，双方最
终和解。

如今，类似“败人品”事件再
次发生在杜海涛身上，而且这次问
题似乎更严重。食品加工操作区设
置不规范，后厨苍蝇乱飞卫生脏乱
差，对消费者的合理诉求不理不
睬，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餐
饮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辣斗
辣”几乎一个不少，这样的火锅店
也敢对外营业？

近年来，明星餐饮店层出不
穷，有网友称，“明星们不是在开
店，就是在开店的路上”。但快钱

并不好挣，明星餐饮店火得快，黄
得也快，从火爆开业到负面新闻缠
身，再到销声匿迹，多则三五年，
少则一两年，很多明星餐饮店逃不
过关门的魔咒。总之，在餐饮界，
明星餐饮店很难长久，更难出“明
星”。

天眼查2020年9月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是明星开
设 餐 饮 企 业 的 集 中 爆 发 期 ， 仅
2017 年就有 13 家明星餐饮企业注
册成立，但截至数据发布，已有约
10 家明星餐饮企业的状态为注销
或吊销。此外，超过 30％的明星
餐饮企业曾存在经营异常，10％以
上的相关企业曾受过行政处罚。

最近，还有几家明星餐饮店关
门或深陷困境。据媒体报道，陈赫
的贤合庄火锅店在福州大本营的门
店全部“失守”，已有近 30 家注
销。7 月 2 日，薛之谦参与投资的

“上上谦”时尚火锅店关联公司新
增注销备案，注销原因为决议解
散。贤合庄、上上谦等都曾因食品
安全问题被舆论关注。

不管谁来开餐饮店，安全、卫
生是底线，公众人物更应该珍惜羽
毛，带头守护“舌尖安全”。得其
利者必承其重，既然利用盛名大把
捞金，坐收不菲加盟费，就要承担
与之匹配的责任和风险。如果把影
响力当成圈钱的工具，开店就是为
了“割韭菜”，那么这样的明星店
迟早要凉凉，明星自身的人品也有
逐渐被败光的危险。“辣斗辣”的
翻车为明星餐饮店再敲警钟。

明星餐饮店为何屡屡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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